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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院 简 介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具有悠久的建院历史，经过多年的发展，学院的各项事

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哲学、中文、艺术三个学科，通过整合师资队伍，形成了

哲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教学科研团队。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学科建

设群，涵盖美学、宗教学、体育学等学科。拥有较雄厚的师资队伍，现有教职工 65 人，

专职教师 51 人，其中教授 11 人，副教授 19 人，博士生导师 4 名，硕士生导师 22 名。

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38 人。此外，学院聘请了 20 多名国内外专家为兼职教授。 

学院设有四个系和一个研究中心，分别是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艺术系，生命

科学与生命教育研究中心；一个国家级实验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学

院现有博士点 1 个：管理哲学；硕士点 3 个：美学、宗教学、体育学，其中体育学设在

体育部，由人文学院负责日常管理。 

多年来，人文学院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新模式，学生工作成绩斐然。连续 15 年获

得学校“学生工作先进集体”的光荣称号， 学生就业率达到了 97%以上，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优秀的建设人才，先后毕业本科生 1900 多名、硕士生 400 多名， 他们当中许多

已经成为各自行业和单位的骨干力量，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学位类型 招生学科/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联系人及电话 

学术学位 

010106 美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王老师 

029-81891388 
010107 宗教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040300 体育学 不区分研究方向 

 

学院网站：http://rwxy.xidian.edu.cn/ 

 

美学 

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

和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本专业研究方向主要

有理论美学、艺术美学、应用美学等方向。通过系统学习，掌握美学基础理论和前言问



题，具有敏锐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学术创新能力，能胜任科研和具体的社会实践工作。 

宗教学 

我校宗教学专业历史悠久，目前硕士生导师包括教授两人，副教授三人，师资力量

雄厚，年龄结构合理。宗教学硕士点依托人文学院优势学科平台，发展方向充分利用西

北地区优势宗教资源，突出地域特色，重点研究西北地区的道教、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

关注宗教与社会关系。  

体育学 

研究体育教育和运动训练基本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学科。它以现代教育教学理论和运

动人体科学理论为基础，研究体育教育与运动训练的规律，为球类、田径、游泳、体操

等诸多体育运动项目的教学、训练、科研与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2006 年学校设立体育教育训练学硕士点，2017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审核、增设为

体育学一级学科。目前共有 4 位指导教师，其中教授 2 人，副教授 2 人。研究方向主要

集中在：运动项目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运动团队管理、运动人体科学（体能训练）、

青少年体育参与和体育社会学。 

 

 

 

 

 

 

 

 

 

 

 



人文学院奖助金设置情况 

 

奖助金类别 奖助金等级 金额 比例 

国家奖学金 / 2 万元/年 2.5% 

国家助学金 / 6000 元/年 100% 

学业奖学金 

一等 5500/年 40% 

二等 2500/年 40% 

三助岗位津贴 

助研 

研一 100 元/月 

100% 

研二 150 元/月 

研三 300 元/月 

助教 待定 

助管 840/月(申请) 

社会奖学金 由企业设立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许勇强 副教授

李蕊芹 副教授

周珉佳 讲  师

董永强 副教授

姚  昭 副教授

赵卫国 教  授

马得林 教  授

朱丹琼 副教授

陈志伟 副教授

袁立国 副教授

王  珏 副教授

张斯珉 讲  师

马小虎 讲  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道家道教思想研究 王  雪 副教授

02 民间信仰 刘  缙 副教授

03 儒学与宗教 朱锋刚 副教授

04 道教研究 史少博 教  授

05 宗教与文化 潘明娟 教  授

复试科目

方向代码 研究方向名称 导  师 职  称

01 运动专项教学训练理论与实践、运动队管理 于少勇 教  授

02 运动训练学与体育管理 白光斌 教  授

03 青少年体育参与行为 高鹏飞 副教授

04 运动健康促进与体能训练 李小涛 副教授

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招生学科：010106 美学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11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2 哲学原理

科目四：881 中西方哲学史

9081 马克思主义哲学

初试科目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4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4 体育学专业基础综合(含体育运动训练学、教育学各150分)

9089 运动生理学

招生学科：010107 宗教学

学科方向：00 不区分研究方向（2018年招生5人）

科目一：101 思想政治理论         科目二：201 英语一          科目三：682 哲学原理

科目四：881 中西方哲学史

908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

02

03

初试科目

初试科目

文艺美学

应用美学

理论美学

招生学科：040300 体育学



自命题考试科目参考书目录 

考试科目 书名 作者 出版单位 

682 哲学原理 《哲学通论》   孙正聿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684 体育专业基础综合 
《运动训练学》 田麦久主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2 

《教育学》 王道俊、郭文安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881 中西方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 

北京大学哲学系

哲学教研室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西方哲学史》  邓晓芒、赵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9089 运动生理学 《运动生理学》 
全国体育院校教

材委员会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及参考书 

学科/专业领域 加试科目 参考书目 

010106 美学 1.大学语文 

无指定参考书 
010107 宗教学 2.西方哲学简史 

040300 体育学 

1.运动心理学   

无指定参考书 
2.体育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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